
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

ch02 全港硬筆書法比賽 黃敏兒 80.00$              

ch04 「文化日」活動 黃敏兒 299.60$            

ch06 中文閱讀計劃:禮物 黃敏兒 564.88$            

ch08 教學用教具/用書 黃敏兒 942.50$            

ch09 科會活動教具 黃敏兒 130.80$            

2,017.78$         

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

En04 英文超級閱讀計劃(購書) 秦紹榮、劉穎鈺、尹南、李愛好 3,817.20$         

En06 英文文化日活動購買物資 秦紹榮、劉穎鈺、尹南、李愛好 1,180.00$         

4,997.20$         

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

Ma01 車費 伍少芳 600.00$            

Ma02 購買老師參考書 伍少芳 341.10$            

Ma04 添置教具、膠箱、文件夾 伍少芳 1,158.50$         

2,099.60$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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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科

英文科

數學科



項目編號 項目(簡單內容) 負責教師 財務支出

Gs01 車費 李子基、曾子康、黎佩珊、陳志成 300.00$            

Gs02 郵寄費用 李子基、曾子康、黎佩珊、陳志成 20.40$              

Gs03 添購常識科參考書籍及教具 李子基、曾子康、黎佩珊、陳志成 656.70$            

Gs04 科務活動 李子基、曾子康、黎佩珊、陳志成 821.00$            

Gs05 購買科研活動(科學實驗)材料 李子基、曾子康、黎佩珊、陳志成 6,111.89$         

7,909.99$         

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

Va01 車費 ( 外出比賽、參觀及取藝術作品) 洪清雅、黎小威 3,769.30$         

Va02 郵費 ( 郵寄比賽作品及文件 ) 洪清雅、黎小威 128.80$            

Va03 文化日—視藝週：沙畫 洪清雅、黎小威 10,401.35$       

Va04 藝術家到校表演/講座/工作坊 洪清雅、黎小威 5,000.00$         

Va05 聯校藝術生交流日營計劃 洪清雅、黎小威 138.00$            

Va07 學生作品展 洪清雅、黎小威 5,345.85$         

Va09 添置教具、參考書及視藝物料 洪清雅、黎小威 2,650.60$         

Va10 專項訓練 洪清雅、黎小威 5,989.18$         

Va11 佈置及裝飾視藝室 洪清雅、黎小威 1,373.82$         

Va12 校園佈置項目 洪清雅、黎小威 9,299.21$         

44,096.11$       

常識科

視藝科



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

MU02 郵寄費用 梁雪雯 57.70$              

MU04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團體報名費用 梁雪雯 965.00$            

MU07 購買樂器 梁雪雯 35,907.60$       

音樂會 梁雪雯 7,210.50$         

其他 梁雪雯 3,698.30$         

47,839.10$       

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

PE01 車費 羅長城 4,284.50$         

PE02 郵寄費用 李天倫、羅長城 45.30$              

PE03 日日FIT一FIT和 小博士 李天倫、羅長城 45.30$              

PE04 完善校內教學設施及器材 李天倫、羅長城 34,760.00$       

PE05 各項比賽報名費 李天倫、羅長城 19,012.50$       

PE06 運動員註冊費+會費 李天倫、羅長城 1,315.20$         

PE07 訓練隊制服 李天倫、羅長城 12,367.55$       

PE08 聯校陸運會 李天倫、羅長城 2,670.00$         

PE09 聯校水運會 李天倫、羅長城 1,840.00$         

其他 1,230.40$         

77,570.75$       

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

Cu03 購買電腦軟件 溫志強 11,490.00$       

其他 198.00$            

11,688.00$       

體育科

資訊科

音樂科



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

Pu03 普通話日 -「齊説普通話｣活動 陳文冰 55.00$              

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

scd01 取及交回升中文件、中學派位結果車費 周鳳筠 245.20$            

scd01 書簿及車船津貼車費 阮慕湘 294.50$            

scd01 取小一派位結果、交回文件、信件 阮慕湘 120.40$            

ea01 學校簡介 吳毅蕙 1,087.00$         

hr02 各科書劵 楊珊 6,959.00$         

rm02 購買字卡，壁報紙等 邱郁娟 4,325.00$         

SM01 確保伺服器運作正常，並有足夠的儲存及備份空間 陳志成 15,427.00$       

SM02 購置電腦器材，如︰更換P1及P2桌面電腦 陳志成 52,770.00$       

SM03 裝置及升級電腦硬件 陳志成 18,820.00$       

SM04 整拾各特別室、課室及電腦室電腦周邊器材(訊號線/分訊器……) 陳志成 35,966.53$       

SM05 維修已損壞之電腦，如購買維修零件 陳志成 700.00$            

SM06 跟進保養 陳志成 6,680.00$         

其他 44,808.00$       

188,202.63$     

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

AL01 成績表底頁及FILES 伍少芳 1,760.00$         

Rd03 訂閱教師雜誌(文化資訊) 溫志強 1,880.00$         

其他 溫志強 37,554.71$       

41,194.71$       

普通話科

學校發展委員會

學教發展委員會



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

Std01 交朗誦節報名表 楊瑞娟、羅長城 76.10$              

Std01 到禁區紙房取禁區紙 楊瑞娟、羅長城 38.50$              

Std02 郵費 曾娜娜 32.40$              

Std02 郵費（標書_成長的天空計劃津貼） 娟瑞娟 114.00$            

Cb02 開學日用糖果 羅彩岫 201.40$            

Cb03 禮堂活動小禮物 羅彩岫 1,152.00$         

Cb05 印製生日卡 羅彩岫 640.00$            

Cb08 商務書券 羅彩岫 700.00$            

Scb02 「獎勵卡」計劃印刷費 娟瑞娟 475.00$            

其他 6,177.92$         

Ss01 禮物 李愛好、曾娜娜 266.50$            

Dc01 消閒站物資 李天倫 3,143.00$         

13,016.82$       

學校發展委員會 $188,202.63

學教發展委員會 $41,194.71

校風及學校發展委員會 $13,016.82

各學科 $198,273.53

總計 $440,687.69

財務總支出

委員會/學科 支出

校風及學校發展委員會


